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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斌

如果教师们想去尝试微电影这个
做法，我个人建议从准备好一部作品
开始。

选材方面，我建议大家选择励志
题材，这样的素材在互联网上有大量
作品，如《爱心是会传递》《转点》《盖
章》等。主题的选择要契合班级当时
的需求，我选择元旦迎新活动主题就
是紧扣“辞旧迎新”这样一个主题。班
级微电影要解决现实问题，通过微电
影，我希望学生能够给自己一个新的
期许，最后也达成了这样的目标。

导演、编剧的安排，我建议从翻拍
入手比较容易，所以在人员的安排上
把班级分出若干小组，尽可能全班参
与，在活动中选人。现在的学生，在信
息技术方面都是高手，但是许多人的
才能没有得到教师和家长的正向肯
定。像我们的元旦迎新活动，学生们
就是在协作中互通信息，让班级的剪
辑高手脱颖而出，也让相同旨趣的同
学聚合在一起。同时，全体学生参与，
分组比拼容易激发学生们的好胜心，
让尘封的才能再见光明。

演员的选择，我建议以本班学生
为主，根据作品要求遴选人员。当然
也不必强求，如果导演选好了，交给导
演完成即可。毕竟学生一起生活的时
间要多于与教师相处的时间，他们对
每个人的特长了解要更全面。另外也
可以尝试张贴海报在全校征集人选，
我们班级后期的作品，学生就是利用
微信、微博、海报等方式，在全校征集
演员，反响很不错。

拍摄的问题，设备以相机、手机为
主，也可以借用学校的摄像设备，如果
是翻拍，只要照着原版替换场景和人
物即可，拍摄过程固定好设备保证画
面的稳定性。声音的处理可以同步录
音，也可以后期配音，后期补录要注意
对准口型，当然后期录音的效果会好
一点。拍摄过程要学会用电影语言，
用镜头说话，注意镜头切换，不要长时
间停留在一个画面上。拍摄周期以一
周为宜，时间短了完不成，时间长了反
而会有懈怠感，达不到目标。

后期处理，一般使用“会声会影”
等软件，把一段段视频重新合并到一
起。剪辑过程不一定按照之前的顺
序，重新组合也可以产生新的意义，也
就是电影的蒙太奇效果。如果实在不
会使用这些软件，教师可以在网络上
搜索相关教程，帮助学生完成。

展示的问题，我模仿电影首映式
方式呈现了首次电影作品，学生们为
此还自制了入场券、奖状，设计了会
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一种仪式感，
无论作品效果如何，我们都要以一种
隆重的方式把作品呈现出来。

后期的跟踪辅导，许多教师往往
到展示这个阶段就结束了，如果就此
打住，我们相当于造了一条断头路，给
学生的感觉会是半途而废。这个阶段
需要教师多一点耐心，多去观察，捕捉
点滴的闪光之处，然后扩大。扶一段
送一程，把工作做到位，更能够激发学
生的内驱力。以上分享，希望带给教
师们整个流程的全面认识，更多的还
是需要行动起来才能一步步往前。

如何拍摄微电影

建议

非常教师

微电影使学生成为镜头下的主角，借助于影片中的角色，他们
开始重新审视现实中的自我，看到
了人生道路上的另一种可能，开始
做自己的建设者。

现在，许多教师都会用手机等工具记
录学生在学校的生活，待到学生毕业时，
把这些素材做成毕业光盘送给他们。
2012 年 6 月，在我送走第一个班级的时
候，我也尝试了这样的做法。但是，无论
学生有多么喜欢这样的内容，那也只是过
去式，很难激发学生对未来的热情。

那一刻我就在想，三年为一个反馈周
期，是不是太长了一些？我们可不可以调
整一下顺序，在学生入校之初就做类似的
事情，而不是等到毕业时？我们可否增加
一些电影元素，为学生塑造一个全新的角
色，发挥心理学的“角色效应”？这样的思
考一直盘旋在我脑海中。

用镜头塑造不同角色

原本打算重新接手一个新班级开始
这个实验，未曾想学校在一年级结束之
后，将每个班分流出一部分学生，组建成
一个新班级，而我则被认命为这个班级的

“后爸”班主任。
从原有班级被分流出来，总是有失落

感、被抛弃感。不过，我还是找到了这次
偶然分班事件中的正面能量：面对新环
境，每个人都会清零以往的不如意，翻开
新的一页，这是一个重建个人形象的
良机。

新班级组建后迎来的第一个元旦，
“除旧迎新”之际，我与学生们商量：“可不
可以试着拍几部微电影？”

前期，我有意做了一些事情激发学生
们的自信心，使得他们愿意去尝试新事
物。因此，这个提议很快得到通过。我们
一同商定了这次微电影的主题——“青
春、励志、迎新”。全班分为四个大组，计
划用一周时间进行准备。

现在的学生在新技术使用方面往往
优于教师。关于如何选剧本、如何拍摄，
我都没做过多要求，只是与组长们简单探
讨了微电影的主题。基于相信学生有能
力完成任务的前提，我还有意识地减少了
自己在活动中的存在，把更多的自主权交
给学生，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

学生在自由探讨中发现，班级内潜藏
着一位电脑高手，最终完成的四部作品

《当末与未相遇》《回家的诱惑》《坚持自
我》《锦城》都由该学生完成剪辑合成
工作。

作品《当末与未相遇》通过镜头记录
了学生们的校园生活常态，通过四个片
段——从未欣赏过、从未自信过、从未尝
试过、从未关心过，来展示全新的学生视
角。难能可贵的是，学生还结合玛雅人世
界末日的预言，利用对比的方式，为这些
情形重新设置了一种可能，塑造了撑着红
伞漫步欣赏校园美景、认真练完一首完整
的钢琴曲、充满自信主动参与班级活动、
主动给父母打电话送祝福的角色。通过
对比，让这些现实中的角色察觉到生活本
是一个多选题，会因为我们的主动改变而
变得更加精彩。谁说我们的学生不关心
父母，谁说我们的学生不知道上进，只是
有时候教师和家长不理解他们的表达方
式，没有站在他们的立场去理解。

其他三部作品分别涉及情感（《锦
城》）、亲情（《回家的诱惑》）、励志（《坚持
自我》）等主题。在没有过多的引导下，学
生自主地选择这些题材，都是值得我们思
考的。从学生的内心来说，还是希望成人
多去关注他们的内心感受，正如怀特海所
说“学生是有血有肉的人，教育的目的是
为了激发和引导他们的自我发展之路”。

“审片”后，我充分肯定了学生的创造
性，并与大家一起策划了下一步配套呈现
形式。元旦那天，我们邀请了部办的教
师，模拟电影节首映式形式召开首届班级

微电影首映式，并为“导演”和“演员”
颁奖。

活化学生自身资源

首映式结束后，我们的后续活动才刚
刚开始。我以多种方式对导演、编辑、演
员等角色进行持续跟踪，做个案研究，并
成功申报了个人课题。在个案研究过程
中，我尝试引导学生梳理自己在整个活动
中的内心感受，让他们察觉改变。

如今，各地的校园活动有许多，却往
往只是走了形式而未能用心。许多时候，
教育者需要察觉到学生身上那一丝微弱
的自信之火，让其持续燃烧成不竭的内驱
力，如此活动才会变得有意义。

回顾元旦迎新活动，我觉得学生很好
地抓住了除旧迎新这个主题，为自己塑造
了一个全新的角色，这也是微电影介入班
级管理最大的魅力所在。技术的进步，让
我们打通了过往、现在与未来的通道，让
人们重新审视生命的多元可能性。一个
新的角色激发了学生内在潜藏的原动
力。我们并没有教给学生什么，我们只是
借助技术手段为他们呈现了另外一种可
能。只要你能够让学生动起来，方法就会
在不断试错中逐步完善。我们的学生不
是零基础，我们的学生不是零资源，他们
缺的是那个给他们搭建平台的教师。

当学生真的用全部力气完成一部作
品后，教师也要用全部力气把这件事再
往前推进一小步。在上述活动中，我与
学生们基本构建了这样一个流程架构，

“拍摄——展示——跟踪辅导”。教师要
做的是把握大的方向，具体细节由学生
完成即可。

当我们的作品出炉后，虚拟的角色会
冲击现实的角色，让他们不得不想到改
变。这里不再有太多的说教，有的是虚拟
和现实的对话，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教育。
微电影让教师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角色，
退到幕后做学生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把成
长的主动权真正还给学生。

小雪球越滚越大

每个人都是班级的明星，每个人都很
重要，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去关注。电影本
身是一门综合艺术，有演员、剧务之分，有
主角、配角之分，分法有许多种，只要调配

得当，我们总是可以为每个人找到适合的
角色。正如我最初的元旦创新活动，通过
集体活动充分调动全体学生的积极性，让
每个人感觉到自己真的很重要。在互联
网和自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每个学生既
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发布者，凡是
从这项活动中受益的学生，都可能自发地
影响到周围的群体并不断扩展形成良好
的口碑，良好的口碑也是吸引更多学生积
极参与的基础。凡是学生感兴趣的事情，
能够找到快乐的事情，学生必然会为之倾
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当然在校园内，我
们的活动基本上是利用午休、自习等相对
自由的时间，有时也会延展到放学后做后
期的剪辑工作。

在面向全体学生方面，我结合班级实
际，选取了班级的几件小事，提炼了“把简
单的事做到极致的好”这样一个主题，编
辑拍摄了一部成长纪录片。

小雪球越滚越大。在班级发展中期，
我从面向学生全体开始延伸到面向学生
个人、面向学生小团体等多个维度进行选
题，令学生作品变得更加多维立体。

在面向个体和小团体方面，结合学生
的音乐特长，我们拍摄了音乐影片《少年
中国》；结合非主流小团体的正能量，拍摄
了原创故事《你一直都在》和《Trouble is
a friend》（与烦恼为友）。

当然，在这个阶段，我们必然会遇到
失败、倦怠等负面情绪，再好的事物都会
经历这一阶段。《你一直在》拍摄得非常成
功，而《Trouble is a friend》（与烦恼为友）
却不是很满意，对此我没有做过多的评
价，而是接受既成的事实。拍摄团队也遭
遇了倦怠的情绪，对此我也没有鼓励他们
做过多的尝试，而是让他们接纳自己的情
绪，尊重自己的感受，让一切自然存在。
无论成功与失败都是一种体验，察觉这种
感受就好。所以，我所做的就是安抚他们
的情绪，引导他们自己去梳理，让节奏慢
下来。不成功的作品依旧在那里，我与他
们商量，等他们想做的时候重新整理、拍
续集就好了。

那些被唤醒的热情

通常，一些偶然事件在人的成长过程
中会起决定性作用。学生秀秀曾经是一
个非常内向的孩子，因为微电影，她找到

了自信，扩大了朋友圈。剪辑，曾经只是
她的一个爱好，却在班级微电影这个平台
得到了肯定与关注，重塑了自信。秀秀先
后在成人高考时取得年级第一名，并多次
代表学校参加各类微电影大赛获得奖
项。正是在她的技术支持下，我们的微电
影团队和学校的情景剧、广播剧社团实现
了对接。当秀秀的父母说“当初选择职业
学校是正确的”这句话时，我想这是我所
听到的最高评价。而今，秀秀已远赴日本
留学，并且在积极冲刺国际名校。

梦婷是一个执着追求理想的学生，她
在最后一学期前拍摄的作品《夏末终年》，
让她第一次真正爱上这个班级、这个父母
替她选择的专业。她还写下《永远不要轻
易否定自己》的励志长文，最终成功说服
家长，争取到南京财经大学就读自己喜欢
专业的机会。小享是这个影片中摔门而
出的女孩，正是因为电影角色选择改变自
己，在闷热的夏季苦练钢琴，最后专业成
绩成为全年级第一。与此同时，她还唤醒
了自己对舞蹈的热情，最终也因机缘巧合
进入金箔集团艺术团。芙蓉、雅文、文舒、
久久、四九、楚静等学生，均在微电影平台
最大化地贡献了各自的资源。

电影融合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各
门类，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最能有效合理调
动学生已有的资源。在微电影的制作中，
我始终坚持学生主导，以学生的视角记录
成长故事，不过分追求艺术上的精致，让
学生先把事情做起来。最初学生只是在
完成教师交给的任务，但是在做的过程
中，他们不断地接近活动的意义。当然，
我们还不能预言他们的未来如何，但是这
段尝试必将是他们人生路上重重的一笔。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成为自
己，不必去模仿其他人。每次微电影活
动，目标的设定基本上是由学生自主商议
确定的，我充分给予他们自由选择、创作
的机会。学生通过自己的选择、创造，不
断地探究世界，错误、失败是最好的学习
资源，教师不能因为追求完美而惧怕失
败，反而剥夺了学生自我探究的机会。通
过拍摄微电影，学生从实践中不断完善作
品的内涵，把所学的知识变现、变活，在行
动中重塑自信，在自信中不断推动自己
前行。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江宁中等专业
学校教师）


